
第三章 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
資產階級觀之轉變 

 

 

隨著中共「四人幫」的下台，其所持的極左路線也遭到消除，在

四人幫之後，中共在黨內鬥爭後確立反對「兩個凡是」，確立「實事

求是」的思想路線。此即鄧小平在一九七七到一九七八年中共十一屆

三中全會針對「兩個凡是」，提出應正確認識毛澤東的思想，解放思

想，恢復實事求是的思想路線，116作為後來中共理論基礎，以及其獲

取權力之立論。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教授Bruce Dickson在「中國和台灣

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一書中指出，在其

觀察台灣與中國大陸的民主化進程後指出，政治改革只有在歷史性的

建國者或領導人死後，才有可能展開。這一分析適用於一九八０年鄧

小平開始的政治體制改革。117中共在鄧小平時期在政經體制進行非常

大的變革，而這些的變革是否促使中共對資本家的理論與政策出現變

化即為本章擬進行研析之處。 

一九七八年後二十年終，中共政權只有兩次公開號召進行政治體

制改革。第一次以一九八０年八月十八日鄧小平的「八․一八」講話

為標誌。一般以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先於政治改革，但實際情況是中國

政治改革先於經濟改革，而推動早產的中共政治改革最大的動因就是

鄧小平與華國鋒間的權力鬥爭。只是鄧小平在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時

候，其政改思路還未清晰，但主要動機是出於與中共前黨主席華國鋒

的政治鬥爭。而在此一權力鬥爭過程，鄧小平成功的以「政治改革」

之茅，攻破華國鋒所持「高度極權」之盾。中共五屆人大三次會議，

華國鋒被迫交出國務院總理之職。118

                                                 
116 趙德志、王志浩，中國馬克思哲學七十年，遼寧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一年，頁 362-363。 
117 白沙洲，江澤民變法，香港：明鏡出版社，一九九八年十二月初版，頁 203。 
118 白沙洲，江澤民變法，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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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官方第二次提出政治改革是在一九八七年中共十三大，此為

中共歷史上最大規模政治體制改革。而觸發此次改革最大原因為經濟

改革遇到政治制度的瓶頸，使經濟改革無法實現其最佳預想值。以上

的陳述可在一九八六年九月鄧小平會見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

時從鄧小平的言談中看出，鄧小平表示「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

步，都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119在此一中共政治體制與

經濟制度變化的關鍵階段，中共對資本家的政策態度為何，是否有何

種的轉變？鄧小平在此扮演的關鍵角色與其對資本家的主張？皆為

以下本章試圖探討的問題。 

 

 

第一節 毛澤東去世至鄧小平掌權 
 

 

一九七六年毛澤東去世，中共政治權力驟然出現變動，專制政體

在失去政治強人後，勢必引發新一波的權力鬥爭，中共在毛澤東逝世

至鄧小平鞏固政治權力階段，亦出現繼承人之爭之權力鬥爭時期，或

可謂為後毛時期過渡，本節即就此期間政權變動與中共對資本家觀之

關係論述之。 

毛澤東在文革期間，動員紅衛兵鬥爭劉少奇、鄧小平等「黑司令

部」各級黨政當權派，使鄧小平失去在黨內的權力基礎。而在中共四

屆人大後，鄧小平在毛澤東支持下，代替病重的周恩來主持中央和國

務院的日常工作。鄧在其上任後著手解決「文革」造成的混亂，全面

整頓鐵路、工業、農業及科技等。毛澤東一方面希望結束「文革」以

來長期不正常的局面，支持鄧的整頓﹔另一面，又不能允許鄧小平有

系統的糾正「文革」的錯誤。一九七五年十一月毛聽信「四人幫」誣

告，認為鄧小平在翻案，算文革的帳，故停止鄧大部分工作，只准其

                                                 
119 白沙洲書，江澤民變法，香港：明鏡出版社，一九九八年十二月初版，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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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管對外事物。隨後江青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使得

鄧小平進行之全面整頓因此半途受挫。
120
文革結束後，中國大陸生活

水準與同期的台灣、香港、韓國等地出現至少二十年的差距，也迫使

中共重新思考發展策略。 

一九七六年毛澤東死亡，十月華國鋒接任中共中央主席、軍委主

席，採行揭露批判江青等篡黨奪權之罪行，同時普遍清查，防杜「四

人幫」殘餘勢力反撲﹔另一方面提出「兩個凡是」的主張，繼續堅持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專政」，以及「以階級鬥爭為綱」等口號，意

圖以毛澤東繼承和護衛者自居，藉以鞏固自己統治地位。另透過中共

中央指控四人幫為「黨內資產階級典型代表」，走極右的反革命修正

主義路線﹔認定：江青為迫害毛澤東、破壞毛路線的資產階級陰謀

家，是裡通外國的賣國賊、投降派﹔張春橋是資產階級陰謀家、野心

家﹔姚文元是搞修正主義頭子﹔王洪文是資產階級野心家、工人階級

死對頭，以及新生資產階級份子。
121
在此復見資產階級仍為中共在權

力鬥爭所引用，作為權力競奪中使用的工具。 

隨者華國鋒集團藉著批鬥「四人幫」取得權力的發展，中共中央

接著遇到兩個問題：一是平反一九七六年清明節在天安門廣場發生之

「反革命事件」﹔二則為澄清「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是非，儘

快讓鄧小平出來工作。然而，要解決此二件事，不可能不涉及毛澤東

晚年的錯誤，亦不可能不涉及對「文革」的評估。而此解決方式，實

與華國鋒利益相衝突。華國鋒處理四人幫後，其一再要求對文化大革

命要肯定，要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並強調此為毛澤東親自發

動的。惟周恩來去世一週年前後時期，大陸民眾舉行各種形式的紀念

活動，卻強烈的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和讓鄧小平出來工作。
122

一九七七年二月面對群眾的要求，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等發表經

華國鋒批准之社論，公開提出「兩個凡是」方針─「凡是毛主席作出

                                                 
120 王官德、劉承宗、李化成等著，中國共產黨史，台北：五南圖書出版社，2003 年 7 月，頁 437。 
121 王官德、劉承宗、李化成等著，中國共產黨史，頁 462-464。 
122 同前註，頁 466-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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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決策，我們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始終不逾地遵循」。

然而面對群眾的訴求，在同年三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華國鋒試

圖貫徹「兩個凡是」，並在「批鄧」和「天安門事件」問題上有所退

讓。渠表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都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

形象的言行，都必須制止」﹔「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偉大領袖

毛主席決定的，批是必要的，在適當時機可有條件讓鄧小平出來工

作」。華國鋒推行「兩個凡是」方針的同時，發動維護和指導的理論，

人民日報發表華國鋒的〈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到底〉，大力

宣揚「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理論上最大的貢獻，就是創立無產階級專

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理論」，反引起民眾疑慮。而此時，鄧小平反以

毛澤東之自述提出批評：「毛澤東同志說，他自己也犯過錯誤﹔一個

人講的每句話都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情」﹔「毛澤東思

想是個思想體系，我們要高舉旗幟，就是要學習和運用這個思想體

系」。
123

「文革」的失敗，使得「文革」造就的思想不再為人們難以逾越

障礙。「兩個凡是」的提出之際，部分左傾理論已開始遭受批判。中

共中央黨校創辦《理論動態》，在胡耀邦的指導下，陸續就馬列主義

與毛澤東思想發表文章，積極澄清存在多年的理論混亂。一九七八年

五月，中共中央黨校人民日報轉載文章論述馬克思主義實踐第一觀

點，指出檢驗真理的標準只有一個，就是社會實踐，實踐是檢驗真理

的唯一標準。馬克思列寧主義、毛澤東思想等作為指導思想之理論，

不僅不是檢驗真理的標準，且其本身真理性也需經過實踐的檢驗。此

一討論，受到鄧小平一派的接受與支援，成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

思想基礎。由此理論的獲得接受，使得華國鋒在理論上無法穩固基

礎，在其與鄧小平的爭權賽局中逐漸失勢。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關

於恢復鄧小平領導職務的決議」，恢復鄧小平職務，華國鋒最後於十

一屆六中全會辭去中央委員會主席、軍委主席，由胡耀邦任中央委員

                                                 
123王官德、劉承宗、李化成等著，中國共產黨史，台北：五南圖書出版社，2003 年 7 月，頁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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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主席，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會主席。
124

鄧小平初接掌政權時期，中共仍延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

階級意識，直至一九七八年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此為中共時期重要

的轉折，總結毛澤東時代，以及鄧小平從興無滅資轉向改革的轉變。 

隨著「四人幫」的下臺，以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結束

了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共的指導思想出現變化，轉向注重經濟發展的

建設與各領域的改革，進入所謂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其中又以

鄧小平提出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理論，所帶出之轉折最為深

遠，也轉變了中共對資產階級的定位。 

 

壹、一九七八年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轉折 
 

一九七七年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鄧小平在閉幕會上指出，要把毛

澤東倡導的信任群眾，實事求是，發揚民主的一整套黨的作風恢復起

來，發揚起來。鄧小平已經開始以「實事求是」為武器批評「兩個凡

是」。一九七八年六月，鄧小平在中共全軍之政治工作會議之談話，

以及為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而舉行的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中，鄧所

發表談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總結中共在革

命和建設的經驗，批判兩個凡是，闡明如何完整認識和堅持毛澤東的

思想，其指出即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與實際結合，分析研究

實際情況，解決實際問題，即為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亦為唯物主義。
125
當時鄧小平的談話突破兩個凡是的鬥爭，重新確立當時中共實事求

是之思想理論。 

而鄧小平進行改革但卻未推翻對毛澤東評論，從其女鄧榕的說法

可瞭解原由。鄧榕九四年三月八日於日本針對其父親鄧小平表示：「文

革後，大家都對文革深惡痛絕，那時我父親站出來說正確評價毛澤

東，不能一概否定。這一點他提出來有非常深遠的歷史意義。因為他

                                                 
124王官德、劉承宗、李化成等著，中國共產黨史，台北：五南圖書出版社，2003 年 7 月，頁 468-469。 
125王官德、劉承宗、李化成等著，中國共產黨史，，頁 366-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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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如果否定毛澤東，就等於否定中國革命的近代史，否定共產黨

的歷史。」
126
其原因仍在於鄧小平考量到批毛，恐將動搖中共政權。 

一九七八年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如中共內部所言是一次撥亂

反正，歷史關鍵轉折的重要會議，會中最重要、最關鍵的決策就是將

中共發展的重點、大陸人民的注意力及過去「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

治路線，轉移到搞好四個現代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

化建設﹔建立已發展生產力為中心，從封閉成為各方面改革開放的政

治路線。
127
此時期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領導班子，逐漸成

型，並開始走上「鄧小平路線」。此次全會已在中共所謂堅持社會主

義的前提下，為必要的經濟體制改革和與之適應的政治體制改革走出

具決定性意義的第一步。
128

鄧小平在會中指出：要實現現代化，就必須確立解放思想、實事

求是的思想路線。該次會議高度評價關於「實踐是檢驗真理的唯一標

準」之討論，否定「兩個凡是」方針。全會重新確立馬克思主意政治

路線，並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之口號。鄧小平同時在對國家

經濟發展定位方面強調：「由於中共經濟體制權力過於集中，應該有

計劃的下放，發揮國家、地方、企業和勞動者之間的積極性，而當前

最迫切地是擴大廠礦企業和生產隊之自主權」。全會經討論肯定權力

下放的原則，並提出對權力過於集中的經濟管理體制和經營管理方法

進行改革，解決黨企不分、以黨代政、以政代企的現象。
129

然而，中共的十三大則提出了「一個中心，兩個基本點」的基本

路線，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兩個基本點為改革開放和「堅持四

個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路、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領導、馬

列主義與毛澤東思想）作為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理論的核

心思想。
130

                                                 
126 http://hk.geocities.com/dengxiaoping_hk/deng16.html。 
127 徐崇溫書，徐崇溫，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青年出版社，民國八十三年，頁 183。 
128 王官德、劉承宗、李化成等著，中國共產黨史，台北：五南圖書出版社，2003 年 7 月，頁 476。 
129 王官德、劉承宗、李化成等著，中國共產黨史，頁 475。 
130 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學習輔導百題，紅旗出版社，1993，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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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中「兩個凡是」和「無產階級繼續革命」遭到

否定。
131
在關於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部分，鄧小平強調包括兩方面，就

是對人民的民主和對「敵人」的專政。採取繼續擴大黨內民主和人民

民主，並由此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同時加強對敵視社會主義的

勢力實行無產階級專政。反對將階級鬥爭擴大化，不認為在社會主義

制度下還會產生一個資產階級。但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有反革命份

子、敵對份子和其他壞份子。雖此時期的鬥爭有別於階級對階級的鬥

爭，但仍為一種特殊形式的階級鬥爭。
132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出現如中國人權小組、民主討論會等組織，

反對無產階級專政，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右派勢力，亦有四人幫殘

餘勢力極左思潮的聲音，鄧小平為處理左右的勢力，指出，思想政治

工作不力，教育管理不善，以致資產階級腐朽的東西趁虛而入﹔這種

思潮的根源就是反對黨的領導，反對四項基本原則，鼓吹資產階級自

由化﹔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對黨的領導。
133
鄧的政治思想戰

線遵循的方針即為具體分析，實事求是，有左反左，有右就反右。排

除左右方面的干擾。 

鄧小平於一九七八年的三中全會，宣佈放棄「階級鬥爭為綱」的

中心政策，轉向生產力發展為重心，象徵中共四十年政權的重大轉

折。
134
在對資產階級方面，由於鄧小平反對將階級鬥爭擴大化，停止

「階級鬥爭為綱」，改以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使得資產階級地

位較毛澤東時期為佳。而在一九七九年實施改革政策後，中共開始允

許發展個體經濟，也使得個體經濟逐漸發展。八０年代中期後，允許

發展私營經濟及允許發展較大型之私營產業。一九九四年六月個體戶

從業人員達 3183.5 萬人，私營企業達 32.8 萬戶；將個體戶從業者與

私營企業相加，在當時全部社會勞動者佔 6％。
135

                                                 
131王官德、劉承宗、李化成等著，中國共產黨史，台北：五南圖書出版社，2003 年 7 月，頁 476。。 
132趙德志、王志浩，中國馬克思哲學七十年，頁 398-399。 
133趙德志、王志浩，中國馬克思哲學七十年，頁 402-403。 
134趙建民，威權政體，台北：幼獅文化出版社，民國八十三年十二月初版，頁九十二。 
135李培林，中國新時期階級階層報告，遼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年十二月，頁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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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從興無滅資轉向改革與資產階級觀的轉變 

 

一九七八年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共開始推展改革和開放政策。改

革是全面性的，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相對應其他各個

領域改革。其總體目的是要有利於鞏固社會主義制度及中共一黨專

政。
136

在中共經改的理念部分，中共不諱言宣稱要借鏡與學習資本主義

作法，以便提出新的理論與方法，其改革理念可概歸納以下十項：
137

一、改變對待馬列毛之態度。 

二、提出經濟第一的理論：此係由於中共改革派認為大陸社會內

部主要矛盾，都是源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之矛盾造成，

而現在則為物質需求與落後生產力間矛盾。故要把經濟建設

當作中心，大力發展社會生產力。 

三、注入部分資本主義之做法：鄧小平基於「資本主義社會中有

許多東西對社會主義建設是有用」的看法，在一九八四年六

月同意「大陸開放一些城市，允許一些資本主義進入」補充

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 

四、運用競爭為經濟推力：為使經濟活化，中共肯定競爭是經濟

發展的動力，有助於進一部改革，但需認清競爭是客觀存在

的事實，不是資本主義特有。 

五、發展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重新肯定商品經濟的發展，是社會

經濟發展的不可逾越階段，為實現經濟現代化必要條件﹔堅

持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商品經濟。 

六、打破平均主義：改革派認為「富裕程度上出現差距」是正常

現象，故讓一部份先富起來，符合人類社會發展規律，打破

人人有份，份份相等的局面。 

                                                 
136 王官德、劉承宗、李化成等著，中國共產黨史，台北：五南圖書出版社，2003 年 7 月，頁 505。 
137 以下參林毅夫、蔡昉、李周著，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台北：聯經事業出版公司，二 000年

七月初版，頁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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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提出富民政策：中共糾正「富就會變修、富就會變資」理論，

重新強調「民富才是國富的基礎」，開始放手讓人民自己生

產和經營。 

八、重視物質刺激：鄧小平指出「革命是在物質利益基礎上產生

的，不能只講犧牲精神，不講物質利益」。 

九、建立門戶開放觀念：引進西方國家技術資金，改革派經濟理

論家在「所有國家經濟發展都必須聯繫到國際經濟關係」，

推動「門戶開放、互通有無」觀念。 

十、改變傳統消費模式：以往「消費」被視為資產階級腐化生活，

並提倡苦行生活。在發展生產力需求下，改革派宣揚「現代

化生產者應有能掙能花思想觀念。 

 

從上述中共進行經改理念，不難看出以往全面否定資產階級觀

念，在全力發展經濟的前提下，逐步緩和，接受資本主義的方式。此

可從以下簡列出中共於農村進行之經濟改革採行之方式即可看出，雖

中共未能明言對資本家做法為何，但在實際作為上，已鬆綁以往對資

本家之壓迫與限制。 

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共採閉關鎖國政策，經濟上不存在吸收外資

問題。鄧小平實行經濟改革之重要特點，為對外實行門戶開放政策，

大量吸引外資，發展「三資」企業，以沿海經濟特區與廣東、福建兩

省作為吸收外資之重要地區。
138

中共經濟改革為自農村開始，時中共為緩和農民不滿情緒，解散

人民公社。
139
一九七八年從安徽鳳陽農村開始實行「包產到戶」，糧

食和各種農副產品豐收的改革成果持續的發展，對當時的城市逐漸形

成挑戰。一九七八年中共所進行之第三次農村土地改革，與前二次改

革差異主要在於：未改變土地所有制的性質，僅將土地所有權與使用

權加以分離，而實施兩權分離之意義在於改變土地集體經營的模式，

                                                 
138 張鎮邦著，鄧小平思想研究，中共研究雜誌社，民國八十五年八月，頁 10。 
139 張鎮邦書，鄧小平思想研究，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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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使用者獲得對農地的自主經營權。「家庭聯產承包責任制」的推行

改變傳統體制下集體所有制的弊端，建立起土地集體所有、家庭承包

使用的雙層經營農村土地使用制度，大幅提高中國大陸農業生產力。
140
中共的農村改革，從人民公社到家庭聯產承包責任制，再到鄉鎮企

業，每一進行皆面臨中共內部保守派強烈反對，表示家庭聯產承包責

任制是「單幹」、是搞「資本主義」，批評「鄉鎮企業是發展資本主義

溫床」。
141

 

但中共對當時的城市及開發區等政策並未受影響，但在鄧小平在

一九七九年三月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後，鄧在「左」「右」間，似

乎一直在反右與反左之間動搖不定。
142

中共中央在一九七八年底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中決定，將揭批「四

人幫」運動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一九七九年三月鄧小平在理

論工作務虛會後宣佈：中共中央認為，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

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此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

提。四項基本原則是：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路﹔第二，必須堅

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黨的領導﹔第四，必須堅持馬列主

義、毛澤東思想。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四化」

建設為重點的改革工作。
143

到了同年四月中央工作會議時，各地「凡是」派已經活躍起來，

批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右了」。一九八０年中共黨軍內的教條主

義發起攻勢（主要是胡喬木和韋國清），向逼近城市的改革浪潮宣戰，

重新提出的口號是「興無滅資」（興無產階級思想，滅資產階級思

想），而此概念，是鄧小平在一九五六年對中共青年團幹部談話中提

出來的。
144

                                                 
140王官德、劉承宗、李化成等著，中國共產黨史，台北五南圖書出版社，二 00 三年七月，頁 498。 
141王官德、劉承宗、李化成等著，中國共產黨史，頁 515。 
142阮銘，鄧小平帝國，時報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二年十月，頁 88。 
143王官德、劉承宗、李化成等著，中國共產黨史，台北五南圖書出版社，二 00 三年七月，頁 496。 
144阮銘，鄧小平帝國，時報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二年十月，頁 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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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鄧小平在一九八０年五月三十一日發表一篇重要談話，提

到了三部份﹔一是農村政策問題，二是肅清封建主義影響問題，三為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有關問題。鄧小平此次的談話，重點在於第二

點，即肅清封建主義影響問題。鄧小平以封建制度對中共黨的傷害，

造成黨內存在著家長制，影響正常的黨內生活，鄧小平則企圖藉著反

對封建主義來對抗黨內高舉「興無滅資」的基本教義派。
145

一九八０年夏季，這場「興無滅資」對抗「肅清封建主義影響」

的爭論，似乎有利當時改革力量的方向。鄧小平此時接受李維漢的主

張「肅清封建主義影響」，放棄其過去主張的「興無滅資」口號，此

為中共一個方向性的重大轉變。鄧小平在一九八０年八月十八日召開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中發表「黨和國家領導制度的改革」，提出

政治改革的目標，而其中，有關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在廣東、福建

兩省實行特區的特殊政策，使這兩省能發揮優勢，先行一步富裕起

來。並要求兩省思想更開放，以創造新局面。
146
這一政策的施行，也

明顯看出在對資產階級的態度上已逐漸淡化過去打壓的色彩。在一九

七九年實施改革政策後，中共開始允許發展個體經濟，也使得個體經

濟逐漸發展。八０年代中期後，允許發展私營經濟、個體戶、三資企

業開始出現及允許發展較大型之私營產業。一九九四年六月個體戶從

業人員達 3183.5 萬人，私營企業達 32.8 萬戶；將個體戶從業者與私

營企業相加，在當時全部社會勞動者佔 6％。
147

 

 

 

第二節 階級鬥爭論再起 
 

 

                                                 
145 阮銘，鄧小平帝國，時報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二年十月，頁 94-99。 
146 阮銘，鄧小平帝國，時報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二年十月，頁 94-104。 
147 李培林，中國新時期階級階層報告，遼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年十二月，頁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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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乃探討中共內部為何會再起鬥爭？使鄧小平嚴正重申反對

資產階級自由化，造成嚴重的階級鬥爭之原因。 

在中共發生「文革」、「四人幫」事件後，大陸人民對共產主義產

生所謂的「三信危機」，即對馬克思所標榜的共產主義信仰完全破滅，

對中共推行四個現代化無信心，對中共領導人失去信心，引發了「社

會主義異化論」，由於過分強調「異化」根源來自社會主義制度本身，

可能會走上反社會主義道路，中共公開譴責此論點為精神污染，並發

動加以清除。在一九八六年底，自由化思潮橫掃大陸，激起大陸青年

民主運動，由於其目的在於反對「黨的領導」、反對「社會主義」，造

成中共「文革」後最大的一次政治危機，面對此次危機，鄧小平不得

不使胡耀邦下臺，同時點名批判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物，全面發

起「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運動。
148

 

壹、社會主義「異化」與中共「清除思想污染」運動 

 

中共向以馬列主義為真理，自命為馬列主義之忠實信徒。惟自毛

澤東掌權，中共在馬列本土化影響，形成「馬列主義毛澤東思想」體

系。在一九八二年九月「十二大」毛思想雖在黨綱中被貶抑為「中國

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但仍頌揚馬恩以辯正唯物主義與歷史唯物

論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與規律。惟自中共進行改革與發展經濟，卻

不得不從實際面批評理論，一九八四年十二月七日「人民日報」與次

年一月三十一日「紅旗」雜誌，都公開批評馬列主義過時。而此期間

馬克思所提之「異化」，在當時解放思想，成為研究重點。不料，馬

克思異化論演變為「社會主義異化論」，動搖中共社會主義基礎。一

九八一至一九八二，「異化」問題在理論屆引起熱烈討論，並越過文

革歷史時代，直接深入到共產主義之本質，及其目標與理想之實質討

論。而在同時，「蘇東坡」風潮影響下，出現反共產體制的政治、社

                                                 
148王官德、劉承宗、李化成等著，中國共產黨史，台北：五南圖書出版社，2003 年 7 月，頁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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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改革運動，中共為維護其馬列主義之意識型態，藉以確保其政權正

當性，故發動「清除精神污染運動」。149

一九八三年底，中共在二中全會決議，將其所謂「清除精神污染」

與整黨問題並列，在此次全會結束後，即展開聲勢浩大之清除精神污

染運動，甚至提出要對理論界實行「清理階級隊伍」。最後反使整黨

被忽視，腐敗越演越烈，埋下血洗天安門之因。此一「清除精神污染

運動」，是「文革」後重要事件。以意識型態鬥爭形式出現，背後卻

是一政治領域保守派對改革派的進攻。以胡喬木、鄧力群為代表的

「左」派發動對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異化論」批判，直接攻擊對象

是周揚、王若水，實際上矛頭指胡耀邦。王若水首先被撤銷副總編輯

職位，三年後，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遭開除黨籍。150

 

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一九七八年以後的十年間，鄧小平在進行政治制度改革主張遇到

黨內強大的阻力，這阻力主要來自陳雲集團，此集團多利用鄧小平認

可的所謂「違反四項基本原則」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罪名打擊民

主改革力量。
151
鄧小平在改革實行一段時期後，逐漸體會到政治改革

的阻力，也連帶使得鄧小平在改革的路上，搖擺不定。在一九八六年

九月中共十二屆六中全會，鄧小平發表嚴厲的談話，反對資產階級自

由化，此時鄧小平放棄先前的政治改革主張。
152
為何主張改革開放的

鄧小平此時出現變化？下文即試圖分述其原委。 

「自由化」思潮在一九七九年即已出現，目的在於反對「黨的領

導」、反對「社會主義」，中共稱之為「資產階級思想」，此類思想之

支持者係站在資產階級自由化之立場，打著解放思想之旗幟，反對中

共黨之領導，反對社會主義制度。透過張貼大字報、大標語、提出反

                                                 
149 王官德、劉承宗、李化成等著，中國共產黨史，頁 545-547。 
150 王官德、劉承宗、李化成等著，中國共產黨史，頁 547-548。 
151 阮銘，鄧小平帝國，頁 174。 
152 阮銘，鄧小平帝國，頁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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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反社會主義口號﹔甚至煽動民眾遊行示威，公開反對人民民主專

政﹔中共為貫徹其思想方針（或謂維護中共執政權力），
153
故批判「自

由化」，實質上就是「反右」。一九八０年十二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

通過鄧小平所提「加強打擊和瓦解林彪四人幫殘餘份子，反革命破壞

份子，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和嚴重刑事犯罪份子」等四種人，並以反

革命破壞、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為主要打擊對象。一九八一年七月鄧

小平召集中央宣傳部領導人講話，強調必須解決「搞自由化傾向」的

問題，指稱「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對黨的領導」。中共中

宣部隨後召開「全國思想戰線問題座談會」，提出「對脫黨、脫軌、

搞自由化的傾向，要進行嚴肅的批判與鬥爭」﹔一九八三年中共十一

屆六中全會制定《關於建國以來黨的若干歷史問題的決議》，統一全

黨的認識，然而少數理論工作者不同意決議中對歷史問題所作之結

論，否定毛澤東歷史功績，並在人道主義、異化問題，散佈對中共領

導和社會主義制度之不滿情緒和言論，遭中共認為係反黨反社會主

義。渠等鼓吹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攻擊社會主義及共產黨「不人道」，

攻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度。在時之文藝界，出現否定中共領導與社

會主義制度以及色情刊物等。中共中央於一九八三年召開十二屆二中

全會提出反對精神污染問題，鄧小平指出精神污染實質散佈在資產階

級思想和其他剝削階級腐朽沒落之思想，散佈對於社會主義和共產黨

領導不信任之情緒，需加以清除和反對，故展開反對精神污染鬥爭。

惟於一九八四年十二月當時中共中央主要領導人於中國作家協會第

四次代表大會準備會議提出不提反對精神污染，不提反對資產階級自

由化，使得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迅速氾濫。將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問題

說成是社會主義制度帶來，是黨領導造成，故宣稱社會主義已失敗，

在報刊、會議宣揚資產階級民主、自由，要求取消四項基本原則，實

行「全盤西化」，實行多黨制。隨之於一九八六年底與一九八七年初

出現全國性學潮。中共中央認為學潮發生雖與社會各方面相關，但主

                                                 
153 何沁、王家勛、陳明昱，中國共產黨史綱(修定本)，北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二年八月二版， 

頁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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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係因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影響，此與中共中央主要領導人對資產階

級自由化思潮錯誤認識及鬥爭不力相關。故一九八七年一月中共中央

在北京召開生活會議，胡耀邦於會上檢查自己錯誤，違反集體領導原

則，並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154中共並於一九八七年發出《關於

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若干問題的通知》正式展開「反資產階級自

由化」鬥爭。王若望、方勵之、劉賓雁等三名即為此階段遭點名之代

表人物。155

中共正式定調「反自由化」係以鄧小平在一九八六年九月十二屆

六中全會正式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鄧認為「自由化」本身

就是資產階級，即對抗當時中共制度、政策。同年底出現之學生運動，

使鄧小平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而進一步提出「要立場鮮明地反對資

產階級自由化」。是此，一九八七年一月中共中央發出「當前對資產

階級自由化若干問題的通知」，指出：資產階級自由化否定社會主義

制度、主張資本主義制度，其核心是否定共產黨領導。故要求所有人

員學習下列七要項：156

一、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之立國之本； 

二、 限於黨內鬥爭，在政治思想領域內進行； 

三、 要以正面教育為主，團結大多數的方針； 

四、 採取正確方法，不搞政治運動； 

五、 加強學校思想政治工作； 

六、 新聞輿論須在黨的領導下宣傳黨與政府的政策； 

七、 各級黨委要加強調查工作，總結經驗，精心指導鬥爭。 

 

然而在一九八七年五月由於趙紫陽在談話中表示資產階級自由

化思潮氾濫已扭轉，控制，使資產階級重新氾濫。由於中共黨內以趙

                                                 
154 何沁、王家勛、陳明昱，中國共產黨史綱(修定本)，北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二年八月二版， 

頁 478-480 
155 王官德、劉承宗、李化成等著，中國共產黨史，頁 549-550。 
156 何沁、王家勛、陳明昱，中國共產黨史綱(修定本)，北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二年八月二版， 

頁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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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陽為代表者，堅持改革開放，卻放鬆四項基本原則，淡化政治工作，

使資產階級自由化發展蓬勃，公開否定四項原則，反對共產黨領導之

多黨合作制，主張政治多元化，提出多黨制﹔反對社會主義公有制和

計劃經濟，主張私有制和完全市場經濟，主張發展資本主義等，進而

在一九八九發展到推翻共展黨領導之行動，隨著胡耀邦逝世，也衍生

示威遊行抗爭行動。157在一九八九年「六四學運」後，中共陸續在其

會議及宣傳層面，對各種思想領域八種自由化思潮進行嚴厲批判。由

於自由化之核心在於否定共產黨的領導；中共在其意識與權力危機

下，不得不盡力安撫與打壓，其結局為汰換一批領導班子，更在思想

領域加強箝制工作，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整頓新聞出版。158

由上述可知，鄧小平之所以改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資本

家，主要仍為中共內部出現反對勢力，而此反對勢力，即揭氂以自由

化思潮，由於其目的已影響中共政權維繫權力生存，促使中共以自鄧

小平以下，不得不繼續以中共過去之意識型態方式，作為反對此股勢

力之憑藉。此亦為階級鬥爭再起之因。 

 

 

第三節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本節著重論述鄧小平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後，在對「資

本主義」及「資產階級」政策之轉變，及從一九八四年鄧小平南巡的

講話到一九九二年的南巡講話間中共內部對資產階級政策、各時期私

營資本家數量等研析中共開放資本家定位前之概況。 

 

 

 

                                                 
157何沁、王家勛、陳明昱，中國共產黨史綱(修定本)，北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二年八月二版， 

頁 481。 
158王官德、劉承宗、李化成等著，中國共產黨史，台北：五南圖書出版社，2003 年 7 月，頁 55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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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改革開放政策 

 

中共一九七八年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共開始推展改革和開放政

策，而其改革是全面性的，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相應

的其他各個領域改革。由於中共對於政、經主要體制層面進行改革，

社會結構隨改革開放而出現變化，對資產階級的態度亦已出現變化。

大陸經濟改革發韌於農村，因安徽鳳陽之一個村的農民自發的、秘密

的將集體的土地承包給各個農戶自己經營，農業生產立即快速發展，

此生產制度後來得到政府承認並加以推廣，以土地平均分配到各農戶

分散經營為核心之家庭聯合承包責任制也就迅速取代集體耕作制

度。此改革在一九八四年在大陸全地區完成，農業生產獲得前所未有

快速增長。農村經濟全面繁榮，城鄉間、地區間收入差距縮小，農民

生活水平提高，絕大多數農民解決溫飽問題。農村改革成功鼓舞了中

共政府全面推進以市場為導向之體制改革決心，一九八四年十月中共

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將體制改革重點轉移到城市，與自發農村體制改

革不同，城市改革一開始即由政府發動。並進行宏觀政策環境改革、

微觀經營機制改革等。
159

中共首先提出經濟改革的最根本任務是「發展社會生產力」，並

由農村開始進行管理體制改革。一九八四年底，基於第一階段人民公

社改制之完成，中共於十二屆二中全會公佈「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

定」，選定二十三省五十二市為試點，正式將經濟體制改革由農村推

進城市，從此進入第二階段工商業改革。另基於政治體制積弊已深，

未能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故進行政治體制改革，中共中

央並進行自延安整風運動以來最大規模整黨運動，進行另一波整肅異

己之權力鬥爭。
160

一九八二年九月，鄧小平於中共「十二大」致開幕詞時，首次提

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渠指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

                                                 
159林毅夫、蔡昉、李周，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聯經出版社，二 000 年，頁 4-5。 
160王官德、劉承宗、李化成等著，中國共產黨史，台北：五南圖書出版社，2003 年 7 月，頁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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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論是革命還是建設，都要注意學習和借鑑外

國經驗。但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從不能得到成功」。然而為擺脫「理

論侷限」的困境，進而動搖改革的權力基礎，趙紫陽在「十三大」提

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論」，企圖使大陸擺脫貧窮和落後，尤其是發

展生產力作為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但隨後物價改革因遭到保守派抵

制而失敗，黨內特權份子趁勢而起，恣意侵吞國家財產，激化社會矛

盾，使保守派得以利用一九八九年胡耀邦去世後學生民主運動，製造

天安門屠殺，進而鬥倒當時中共改革派第二位領導人趙紫陽。
161

此期間中共改革派可預見的，必須依循以往中共鬥爭模式，勢必

建構理論的基礎，以作為鞏固當權派的走向與權力範圍，故自鄧小平

提出改革方向後，隨後即由中共中央開始進行執政之理論的建構。 

 

一、私營企業主出現 

 

基於前述，中共一九七八年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共開始推展改革

和開放政策。而私營企業主階層是改革開放政策後之產物，私營企業

主階層指擁有一定數量私人資本或固定資產並進行投資已獲取利潤

者，按中共現行政策指包括所有雇工在八人以上之私營企業之業主。

私營企業主階層成員最初來自於鄉村合成設社會較低階層。但在一九

九二年以後，具有文化專業知識的原國有和集體企業之管理人員、專

業技術人員和機關幹部等開始大量加入此一階層，使此一階層之社會

形象和社會地位有較大提高。但由於傳統意識形態之阻礙，使此一階

層社會形象和政治地位一值無法與其經濟地位相配，私營企業主對參

與社會政治生活受到很大侷限。
162

 

二、中小企業私營企業主等資產階級人數 

 

                                                 
161王官德、劉承宗、李化成等著，中國共產黨史，台北：五南圖書出版社，2003 年 7 月，頁 555。 
162陸學藝，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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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主成為私營企業主階層主體，此階層在社會節層結構所

佔比例約為 0.6％，但地區差異較大。在私營經濟發達地區，此比例

可達３％；反之，在不發達地區，比例下降至０．３％以下。以改革

開放後，一九八一年私營企業數量約為一萬個，私營企業出資人約為

一萬人。
163

 

表 3-1  1981-2000年中國私營企業數和出資人數 

 

          年份 

項目 

1981 1988 1991 1999 2000 

私營企業數(萬個) 1 22.5 10.8 150.9 176 

私營企業出資人(萬人) 1 - - - 395 

註：陸學藝，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18。 

 

 

個體工商戶階層，在一九四九年以前曾大量存在個體工商戶和個

體勞動者，經過五０年代工商業改造，特別是在「人民公社化」運動

後，此階層在城鄉基本上消失，到一九七八年，總共十五萬個個體工

商戶。改革開放後，特別是實行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以後，個體工商

戶首先在各地農村大量湧現，又在城鄉大規模發展起來，個體工商戶

為經濟改革開放之產物，此階層規模亦隨著經濟改革而不斷擴大。
164

至一九八一年六月，中共十一屆六全會為打擊「否定社會主義的

思潮」首次提出「初級階段」﹔一九八六年九月十二屆六中全會正式

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論」，亦因當時反對者企圖利用「建設共產

主義的最高理想」，取代「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此即進行「反

左傾鬥爭」。 

鄧小平在一九八四年於南巡時之談話指出，「改革開放還不開放

                                                 
163陸學藝，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17。 
164陸學藝，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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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子，不敢闖，說來說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了，走了資本主義

道路。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姓「社」姓「資」確實

是存在於我國改革開放歷史過程中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
165
，中共

採取改革開放的策略，仍受黨內保守派堅持過去無產階級意識之影

響，對中共進行開放策略下接納資產階級之意識型態產生衝擊。因而

促使鄧小平在兼顧、安撫黨內權力消長情勢下，迫於黨內現實，曾搖

擺於「左」「右」態勢。 

 

貳、1986 十二屆六中全會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鄧小平在改革實行一段時期後，逐漸體會到政治改革的阻力，也

連帶使得鄧小平在改革的路上，搖擺不定。在一九八六年九月中共十

二屆六中全會，鄧小平發表嚴厲的談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此時

鄧小平放棄先前的政治改革主張。 

鄧小平進行的改革開放亦產生中共領導人意料外的衝擊，主要是

對共產主義思想的式微，以及對改革開放政策爭議。鄧小平不斷使用

實用主義解釋其政策之正確性，卻也因「姓社」或「姓資」的爭議未

曾止歇。渠為換取保守派在經濟領域讓步，不但堅持不能逾越四項堅

持藩籬，在政治改革上節節後退，進而發動多次反資產階級自由化，

清除精神污染等運動，打擊黨內改革力量和自由派知識份子。一九八

七年一月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批評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否定社會主義制

度、主張資本主義制度，其核心是否定共產黨的領導﹔以及反對資產

階級自由化思潮的鬥爭將貫穿於改革、開放的整個過程中。
166

然而一九八七年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一日，中共舉行「十三

大」，趙紫陽提出「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路前進」的報告。

報告指出「大會的中心任務是加快和深化改革﹔改革是振興中國唯一

                                                 
165 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學習輔導百題，紅旗出版社，1993，頁 88。 
166 王官德、劉承宗、李化成等著，中國共產黨史，台北：五南圖書出版社，2003 年 7 月，頁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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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路…和發展十一屆三中全會以來路線，進一步確定今後經濟建設何

政治體制改革基本方針」，宣示中共政治與經濟發展的既定方針，以

及不斷改革企圖與決心。趙之報告係以毛澤東之「新民主主義論」為

開端，以鄧小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論」為揭續，並以馬列主義「過

渡理論」結論於「共產主義高級階段」。以唯物辨正法作為研究問題

之根本方法，認為「主要矛盾」與「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社會和事

物發展方向。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主要矛盾為「人民日益增長的

物質需求與落後生產力間之矛盾」，至於階級鬥爭已不再是主要矛

盾，此反映出矛盾在於「究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不要經過資本主義

充分發展」？意即姓「資」與姓「社」兩派間之矛盾。
167

「十三大」提出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理論，穩住在此時期中共基

本路線，經濟改革方向，立下理論基礎，可說中共取得意識型態合法

性及黨內「左」「右」勢力平衡，使中共在維持其傳統堅持，堅持四

基本原則，卻又能續進行改革開放。中共改革開放理論之鞏固，使得

中共在進行各項建設過程，對資產階級之態度，可說已在理論上取得

初步釋放，脫離中共傳統意識型態的束縛。此階段在一九八八年私營

企業數為 22.5 萬個。
168

 

參、1992 鄧小平南巡發表的談話 

 

鄧小平在 1992 到南方巡視發表的談話內容，以中共十一屆三中

全會的基本實踐和基礎，對當時爭論的問題，提出其所謂「建設有中

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一系列思想，如關於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

產力發展，發展生產力，消除剝削，解放生產力，計劃和市場都是經

濟手段﹔關於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

                                                 
167王官德、劉承宗、李化成等著，中國共產黨史，頁 558-559。 
168陸學藝，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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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較的優勢，就需要使用人類社會創造的文明成果等等。
169
鄧小平

南巡發表之談話，主要闡釋市場體制的意義與做法。 

鄧小平此次南巡講話，主要為堅持改革開放政策，加深改革，擴

大開放造勢。其講話共分六段，前三段皆談改革開放，篇幅超過全文

五分之三。後三段則談意識型態問題和政治問題。總的精神為「經濟

反左」，「政治反右」。首先，鄧小平指出，革命是解放生產力，改革

也是解放生產力。…六四以後我們國家能穩定即因為我們搞了改革開

放，促進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接著，鄧小平談到姓「資」

姓「社」問題。其指出，「應該主要看是否有力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

產力，是否有力提高社會主義國家綜合國力，是否有利於提高人民生

活水平」。「特區姓社不姓資，從深圳情況看，公有制是主體，外商投

資只佔四分之一。外資部分，可從稅收，勞務等得到益處。鄧小平另

提到對資本主義之任是問題。鄧表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

不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本質區別。計劃經濟不等於社會主義﹔市

場經濟不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本質是解放生產力，發展生產力，

消滅剝削，消除兩極分化，最後達到共同富裕。」。「社會主義要贏得

與資本主義相比較之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鑑人類社會創造之一

切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鑑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之一切

反映現代化生產規律之先進經營方式，管理方法」。
170

同年十月中共召開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確立鄧小平所提

「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理論在中共的指導地位。以及經濟體制

改革的目標為建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中國大陸經濟體制得以

脫離計畫經濟束縛，進行根本性轉變。此後，經濟體制改革進入另一

新階段，經濟體制漸由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形成具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經濟體系。
171

一九九二年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的重要談話，壓住姓「社」、姓

                                                 
169徐崇溫，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頁 188-189。 
170張鎮邦，鄧小平思想研究，中共研究雜誌社，頁 108-110。 
171王官德、劉承宗、李化成等著，中國共產黨史，頁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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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之爭論，確立繼續改革開放基調，實際上是對江李聯手進行「治

理整頓」與「反和平演變」等措施的反彈。江澤民在了解鄧小平「誰

不改革誰下臺」的意圖後，方重返以經濟發展為主軸的路線。172

而為了避免社會與中共內部落入「資」、「社」的論戰，影響改革

開放，鄧小平提出「三個是否有利」的論述，即是否有利於社會主義

生產力的發展，是否有利於社會主義國家綜合國力的提高，是否有利

於改善人民的生活，以作為各項改革措施的標準。
173

列寧在<蘇維埃政權的成就和困難>中指出，「靠摧毀資本主義還

不能填飽肚子，還必須取的資本主義留下的所有文化，並用來建設社

會主義」。另外在實行新經濟政策期間，列寧也指出，社會主義共和

國不同世界發生聯繫是不能生存下去的，應當把自己的生存同資本主

義的關係聯繫起來，如果共產黨員能夠用別人的手來建設經濟，並使

資產階級走共產黨員要走的道路，那就能管理那種經濟。
174
中共在此

時期的主張與列寧前述的說辭有異曲同工之妙。在鄧小平提出建設中

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主張中，即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技術等，可

作為發展社會生產力的方法，因為可將這些資本主義所用的，轉化成

為社會主義所用，也就是將姓"資"轉化為姓"社"的。
175

鄧小平在 1992年 2 月參觀上海貝岭微電子製造公司與比利時貝

爾電話公司合資製造先進和尖端的大束流離子注入機時，說到姓""

社、姓"資"的問題時，生動的描述中共可接受資本主義成分的立場，

「這台設備原來是姓"資"的，現在是姓"社"的，"社"可以變成為"資

"，"資"可以變成為"社"。現在"資"和"社"的爭論還沒完，這是個大

的原則問題。我就要一點"資"，為什麼？因為"資"可以轉變為"社

"。」，解釋三資企業的論戰，三資企業可在作用上由姓"資"變成姓"

社"，有利社會主義發展。
176

                                                 
172 王官德、劉承宗、李化成等著，中國共產黨史，台北：五南圖書出版社，2003 年 7 月，頁 555。 
173 徐崇溫，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青年出版社，民國八十三年，頁 201。 
174 徐崇溫，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青年出版社，民國八十三年，頁 252。  
175 徐崇溫，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青年出版社，民國八十三年，頁 253-254。 
176 徐崇溫，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頁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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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者針對鄧小平思想研究，與毛澤東之「極左」思想相較，以「政

左經右」突顯鄧思想之明顯二重性。鄧小平誠如上文多次論述其在經

濟上推行之改革、開放政策，解散毛澤東建立之人民公社，透過家庭

聯產承包責任制之實行，在農村和城市恢復私有制，並拋棄計劃經

濟，實施市場經濟。因其所行皆與中共固有之馬列主義相違背，此為

中共黨內無法避免引發姓「資」姓「社」爭論。
177

鄧小平經濟改革推行之家庭聯產承包責任制，實際上已使得私有

制在大陸重新恢復，雖中共有意迴避此點，然中共此舉卻使城鄉個體

戶在經濟恢復活動，恢復私有制。中共在實施改革開放後，明文規定

雇工在十人內為個體戶，雇工超過十人為私營工商業戶，此二者為相

互銜接，個體工商業發展，必促成私營工商業之發展，私營工商業較

個體戶擁有較多財富，相較之下更具成為資產階級條件。而大陸私營

企業發展極快，一九九一年私營企業數為 10.8 萬個，
178
一九九二年

大陸私營企業戶數增加百分之二０․八，從業人員增加百分之二十

八。
179

由以上可看出，至此中共對資產階級的定位與立場已經採取開

放，可接受的策略，而為了自圓其說，故在說辭與論述，建立可為中

共內部基本教義異議份子接受的一套理論，藉以捍衛其立場。 

 
 

第四節 相關法令環境 
 

第四節探討此時期與資產階級相關的法令環境，包括中共黨章、

一九七八、一九八二年的憲法中有關資產階級的條文。 

 

 

                                                 
177張鎮邦，鄧小平思想研究，中共研究雜誌社，民國八十五年八月再版，頁 1-2。 
178陸學藝，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17。 
179張鎮邦，鄧小平思想研究，頁 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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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共黨章 
 

一九八二年九月，中共完成其所謂指導思想之撥亂反正之轉變

後，中共在黨章部分亦出現變革。中共召開十二大，在鄧小平指導思

想：「適應新歷史時期特點和需要，針對黨現狀，提出對黨員和幹部

更嚴格之要求，提高黨組織戰鬥力，堅持和改善黨之領導，把黨建設

成為領導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之核心」。十二大通過中共黨章規定加

強黨建設之三項基本要求主要為：「堅持共產主義最高綱領，堅持四

項基本原則這個全黨團結統一之政治基礎﹔堅持一切從實際出發，理

論聯繫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理和發展真理之思想路線」。

另不再採用「路線鬥爭」和機會主義說法，提出「反對一切左和右之

錯誤傾向」。180

一九八七年十月至十一月中共召開十三大，論述「關於社會主義

初級階段理論和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之一個中心（經濟建設）、兩

個基本點（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基本路線）。此次修正

並未觸及對資產階級部分。一九九二年十月中共召開十四大，此次中

共通過之黨章修正案，較突出之處為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理論

與以新的概括，將「一個中心、兩個基本點」載入中共黨章。十四大

關於黨章修正案之決議，「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理論和黨之基

本路線寫進黨章，對統一全黨思想和行動，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事業，具十分重要意義」。181另在總綱部分修改，將鄧小平關於社會

主義本質之論述納入，增加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表述，清楚肯定建

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理論之歷史地位和作用。雖中共黨章修改至九

二年將鄧小平重要精神「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納入，述明中共現處

於社會主義初即階段，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已將改革開放列入，圍

                                                 
180姚平、姚桓編著，中國共產黨黨章研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 年 9 月，頁 33-34。 
181姚平、姚桓編著，中國共產黨黨章研究，頁 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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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解放和發展生產力之必經之路，要根本改革束縛生產力發展之經

濟體制，建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並進行政治體制改革和其他領

域之改革﹔發展對外經濟交流與合作等開放政策。中共十四大黨章增

修部分，新增修者係反映中共現階段經濟改革之現實需要，中共當時

基本路線為經濟建設為中心，其他各項工作自然服務這個中心，中共

為建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黨章明確要進行政治體制改革和其他領域

改革，與之相適應。182

惟章程中第一條「年滿十八歲之中國工人、農民、軍人、知識份

子和其他革命份子，承認黨之綱領和章程，願意參加黨一組織並在其

中工作…可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183第二條略以：中國共產黨黨員

是中國工人階級之有共產主義覺悟之先鋒戰士，為實現共產主義奮鬥

終身。184。惟睽諸十四大修改後之黨章，總綱仍陳明中共為工人階級

之先鋒隊﹔中共最終目標為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制度，以馬列主義為行

動指南且仍未開放資本家可加入中國共產黨。 

 

貳、一九七八年中共憲法 
   

一九七六年九月九日毛澤東去世，一九七七年七月鄧小平復出，

取得政治上的領導權，為挽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失去的人心，

開始一系列改革開放措施。而為取得鄧小平所主持之政治路線取向與

權力結構組合在法理上合法性與正當性，進而修正憲法。185

一九七八年三月五日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屆人代第一次

會議通過「七八憲法」。全部條文計六十個條文。計序言、國家機構、

公民基本權力和義務、國旗國徽手都等四章。在序言規定「四個堅持」

                                                 
182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對中共十四大修改黨章之研析，民國八十一年十一月，頁 5-6。 
183 中國共產黨章程，人民出版社，1992 年 10 月，頁 10。 
184 中國共產黨章程，人民出版社，1992 年 10 月，頁 3-6。 
185 劉清波，中共憲法論，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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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階級鬥爭」仍長存，但肯定「根本任務是集中力量進行社會主義

現代化建設」，特別強調「法治」對「四個現代化」幫助，顯現「極

左思想」退潮。186

序言強調：「總任務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開展

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187另指出「第

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利結束，使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

義建設進入了新的發展時期。根據中國共產黨在整個社會主義歷史階

段基本路線，全國人民在新時期總任務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

革命，開展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188

中共七八憲法第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領導的、以工

農聯盟為基礎、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又第二條規定：「中

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領導核心，工人階級經過自己的先鋒隊中國

共產黨實現對國家的領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

義、列寧主義、毛澤東思想。」。第七條「農村人民公社經濟，是社

會主義勞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189

一九七八憲法仍沒有擺脫"左"影響，帶有較深的文革時代的印

跡。由七八憲法第一條仍明定中共為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資本家等之

資產階級之地位仍延續其於五四憲法、七五憲法般無地位，仍為階級

鬥爭下之標的物。 

 

參、一九八二憲法─突顯改革開放與社資思想之衝擊 

 

八二憲法係以五四憲法為基礎，根據「十一屆三中全會」確立之

思想、路線方針等，並因應改革開放政策需要而制定。
190
「八二憲法」

相較過去中共幾部憲法設想周到、組織嚴謹。雖將「七五憲法」、「七

                                                 
186 劉清波，中共憲法論，頁 37。 
187 劉清波，中共憲法論，頁 317。 
188 朱鋒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釋義，頁 332。 
189 劉清波，中共憲法論，頁 23。 
190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中共十六屆三中全會評析專輯，民國九十二年十月，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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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憲法」之極左思想、路線，回歸到「五四憲法」較溫和的思想路線

上，確有不少進步，但仍維持其固有之意識型態，集體主義、群體至

上模式，未嘗脫離馬列主義和毛思想等。八二憲法強調建立和緩之「社

會主義民主和法制」，逐步顯現鄧小平「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

路線取向。
191

八二憲法，簡言之，可謂是配合鄧小平設計的體制改革而制定，

走向鄧小平深化改革之「走資論」，為一九七八憲法的反動，一九八

二年十二月中共召開第五屆人大第五次會議，於同年十二月四日通過

公布施行的憲法，為中共建政以來，修正公布的第四部憲法。 

該次人大會議除審議當時中共政府工作報告和發展國民經濟十

年規劃綱要外，另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通過關於修改憲法之報

告，修憲方面，依彭真於修憲報告所採用語，「八二憲法」是繼承和

發展了五四憲法的基本原則，形同「五四憲法」的重現。而此憲法突

顯出鄧小平取的中共領導權，從其序言中「要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發

展社會主義民主」。
192
並堅持開放改革。

193
在一九七五年的憲法基礎上

進行，並將一九五四年九月一屆人大制定的舊憲法內容增列，除序言

重寫外，區分為四章六十條，分別為：第一章總綱，第二章國家機構，

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權力和義務，第四章國旗、國徽、首都。中共此次

修憲目的為：一方面強化「無產階級專政」的功能，加強對大陸人民

的極權統治﹔另方面為憲法添加「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色彩，對內

外亦有宣傳作用。
194

八二憲法主要修改內容包括：一為確定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

路﹔二是將一九七五、一九七八年兩次修憲規定之「無產階級專政」，

恢復為「五四憲法」之「人民民主專政」﹔三為將知識份子與工人、

農民並列為三支基本社會力量﹔四是恢復設立國家主席﹔五是國家

軍委主席改由「全國人大」選舉﹔六是國務院實行總理負責制﹔七是

                                                 
191 劉清波，中共憲法論，頁 298。 
192 劉清波，中共憲法論，台北：華泰文化事業股份公司，2001 年 1 月出版，頁 24。 
193 劉清波，中共憲法論，頁 203。 
194 王官德、劉承宗、李化成等著，中國共產黨史，台北：五南圖書出版社，2003 年 7 月，頁 473-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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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國家、「全國人大」、國務院領導人連續任職不超過兩屆（共十

年），並取消領導職務終身制﹔八為新增公民人格尊嚴不受侵犯條

文﹔九為承認國營、集體、個體三種經濟均不可缺少，並明確規定保

護個體經濟合法權益。
195

在八二憲法序言，提及「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階級鬥

爭還將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中國對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制度

的國內外的敵對勢力和敵對份子，必須進行鬥爭。」。此為對中共當

時階段階級鬥爭狀況作客觀分析，指出在當時中共剝削階級已消滅，

但階級鬥爭並未結束，階級鬥爭在一定範圍內將長期存在，在某種條

件下可能激化。
196
另八二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

級領導的、以工農聯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依彭真說法，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

政就是現行憲法政體。
197
由此可觀之，雖中共已進行改革，然在其八

二憲法內容上並未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及階級鬥爭之堅持。 

另針對八二憲法吾人可就領導權、從政權及從政權基本權能等部

分切入研析，在領導權部分，無產階級需經過共產黨獨掌國家領導權

是無產階級專政和人民民主專政之根本標誌﹔第二，從政權階級基礎

來看，無產階級專政和人民民主專政最高原則為無產階級需同農民結

成牢固聯盟﹔最後在從政權基本權能來看，無產階級專政與人民民主

專政皆實施保護人民，打擊敵人，保護社會主義制度等。
198
在實質權

力層面看，中共仍將實質政權部分限制在無產階級，並未允資產階級

法理上未受限之鬆綁，而究其原因仍係為將統治權牢牢掌控在中共控

制之意識型態鬥爭模式中。 

由八二憲法與先前七五憲法相較，切合鄧小平改革理念進行修

正，增添的為社會主義制度，惟此時仍堅持其意識型態論述。從第十

八條規定：「允許外國的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或者個人依法在中國投

                                                 
195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中共十六屆三中全會評析專輯，民國九十二年十月，頁 12-13。 
196 朱鋒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釋義，人民出版社，1993 年 4 月 1 版，頁 7。 
197 劉清波，中共憲法論，頁 377-389。 
198 朱鋒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釋義，人民出版社，頁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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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同中國的企業或其他經濟組織進行各種形式的經濟合作。」，從

條文即顯現鄧小平取得政治領導權力後，為改革主導進行「社會主義

現代化政策」，對資本主義制度批判分析性的繼承，實施「修正主義」，

主張利用外資，發展經濟，憲法亦在一定程度上允許私經濟存在。 

 

肆、因應政策變化修改「八二憲法」 

 

八二憲法已將鄧小平改革開放理念置入，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明定入憲法，允許市場經濟，發展私營經濟，已修正以往中共僅顯

現無產階級專政地位。 

一九七八年始，鄧小平掌控政權後，將路線從以往中共「極左思

想」轉到「偏右型態」。開始一系列對外開放，改革經濟措施。從解

散人民公社、在農村實行分田單幹、包幹到戶。一九八四中共十二屆

三中全會決定：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著手改革

城市經濟。一九八七年中共第十三屆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國家調控市

場、市場引導企業政策。於是一九八八年第七屆全國人代會第一次會

議修正憲法，允許發展私營經濟和土地使用權轉讓等。 

一九九二年中共於其第十四屆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建立社會主義

市場體制。以及此年鄧小平南巡發表講話，確立使經濟制度導向市場

化、私有化和國際化。由於此一導向與「八二憲法」意識型態頗有差

距。故中共於一九九三年三月二十九日第八屆全國人大會第一次會議

提案修憲，修正十一個條文。
199
決定建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

制。
200
吾人可從以下修改內容觀之。 

八二憲法序言第七段原文「今後國家的根本任務，是集中力量，

進行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各民族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領導下，

在馬克思列寧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

會主義道路，不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

                                                 
199劉清波，中共憲法論，頁 29。 
200劉清波，中共憲法論，頁 197。 

 83



全社會主義法制，自力更生，艱苦奮鬥，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

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高度文明、高度民主的社會主

義國家」。 

修正為「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的根本任務是根據

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理論，集中力量進行社會主義現代化建

設。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領導下，在馬克思列寧主義、

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路，堅持改

革開放，不斷完善社會主義各項制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社會

主義法制，自力更生，艱苦奮鬥，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

技術的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較以往不同處在於將中共階段性發展定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原八二憲法第八條第一款「農村人民公社、農業生產合作社和其

他生產、供銷、信用、消費等各種形式合作經濟，是社會主義勞動群

眾集體所有制經濟。參加農村集體經濟組織勞動者，有權在法律規定

範圍內經營自留地、自留山、家庭副業和飼養自留畜」。 

修正為「農村中的家庭聯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和生產、供銷、信

用、消費等各種形式合作經濟，是社會主義勞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

濟。參加農村經濟組織的勞動者，有權在法律規定範圍內經營自留

地、自留山、家庭副業和飼養自留畜。 

八二憲法第十五條原文「國家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實行計劃

經濟。國家通過經濟計劃的綜合平衡和市場調節的補助作用，保證國

民經濟按比例的協調發展」。 

修正為「國家實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加強經濟立法，完

善宏觀的調控」。「國家立法禁止任何組織或個人擾亂社會經濟秩

序」。201

在修改後之八二憲法吾人可看出，由於此部憲法已將鄧小平改革

開放理念置入，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明定入憲法，允許市場經

                                                 
201 劉清波，中共憲法論，頁 198-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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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發展私營經濟，已修正以往中共僅顯現無產階級專政地位。雖然

八二憲法第一條規定已將「七五憲法」和「七八憲法」第一條明定的

「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恢復「五四憲法」上「工農聯盟的民主國家」

（第一條），既然工農為無產階級的代表，是故國體的性質仍為「無

產階級專政」。 

隨著中共經濟體制改革與對外開放需要，中共亦隨之修正相關法

令。一九八八年四月十二日全國人大代表大會七屆會議通過「憲法修

正案」，增加規定「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律規定範圍內存在何發展。

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權

力和利益，對私營經濟進行引導、監督與管理。一九八八年六月中共

國務院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行條例」、中華人民共和國

私營企業所得稅暫行條例」、國務院關於徵收私營企業投資者個人收

入調節稅的規定。一九八八年中共財政部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

企業所得稅暫行條例施行細則」。從此，可謂私營企業等資產階級於

中共獲得法律地位，私營企業主身分與權力也得到中共承認與法律保

護。202

中共劃分社會階級，運用無產階級的力量，以為堅固其政權（憲

政）之統治手段。換言之，即毫無法理依據即將全國人民劃分為「中

農、富農、地主、壞份子、資產階級份子、反動派」與知識份子「嗅

老九」等。揆之階級劃分係由共產黨決定，將某人定性為任何一類人

時，即為被鎮壓的對象。據中外專家估計，在八０年代以前曾被鬥爭

遭屠殺的人，保守估計約有六千餘萬人。西方學者謂：馬克思主義的

吸引力，來自「不道德的道德力量」（The Moral Force of Immorality）。

鄧小平進行「體制改革」，雖廢除「人民公社」，中止「階級鬥爭」，

但「八二憲法」序言，仍明示「工人領導、工農聯盟的民主專政的明

文規定」，仍已破壞「社會和諧」之法理。203蓋以循中共於八二憲法

制定至修訂之跡痕，增新納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給予中共合理化其後

                                                 
202李培林，中國新時期階級階層報告，遼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年十二月，頁 224-225。 
203李培林，中國新時期階級階層報告，遼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年十二月，頁 30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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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在經濟體制開放之連續作為之理論化基礎。雖仍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之政體，但修訂允許發展私營經濟、接入市場經濟等，仍可見中共逐

漸淡化過去對資本家之鬥爭之意識形態，使資產階級在政經層面獲得

鬆綁。 

 

 

第五節 小結 
 

 

時間的巨輪終究臨到毛澤東，一九七六年毛澤東去世，出現了華

盛頓大學政治學教授Bruce Dickson所指出之契機－政治改革只有在

歷史性建國者或領導人死後，才有可能展開。204毛澤東去世，使中共

政治權力驟然出現變動，可預見的開始領導上層權力鬥爭。 

一九七六年十月華國鋒接任中共中央主席，企圖沿用毛澤東奪權

穩固模式，以「兩個凡是」及「以階級鬥爭為綱」等口號，指控文革

中之「四人幫」為「黨內資產階級典型代表」，鬥爭「四人幫」。此可

見，資產階級仍為權力鬥爭所引用之名號。 

然而，「文革」或許使得政治人物權力穩固之意圖成功，但在社

會人心部分則顯為失敗，大陸民眾在周恩來去世後出現各種紀念活

動，並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以及讓鄧小平恢復工作。而鄧小

平主張之「實事求是」闡述為從毛澤東思想支出發，確立當時思想理

論，在一九七八年「十一屆三中全會」中，贏得其與華國鋒之間之權

力鬥爭。 

鄧小平於一九七八年十一屆三中全會，此為一歷史關鍵轉折之會

議，宣布放棄「階級鬥爭為綱」之中心政策，轉向生產力發展為重心，

為中共四十年政權之重大轉折。205鄧小平在獲取執政權力後，在對資

產階級方面政策，鄧小平反對將階級鬥爭擴大化，改以強調「以經濟

                                                 
204 白沙洲，江澤民變法，頁 203。 
205 趙建民，威權政體，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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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為中心」，使資產階級地位已較毛澤東時期為佳。一九七九年實

施改革開放政策後，中共更允許發展個體經濟。一九八０年代中期

後，允許發展私營經濟、個體戶、三資企業及發展較大型私營產業。 

中共開始推展改革與開放政策，私營企業主階層為改革開放政策

後之產物，一九七八年約有 15 萬個個體工商戶；個體工商戶首先在

各地農村湧現，又在城鄉大規模發展，此階層隨著經濟改革而不斷擴

大。206

鄧小平在採取改革開放策略，仍受到中共黨內保守派堅持過去無

產階級意識形態之影響，進而對中共進行開放策略接納資產階級之政

策產生衝擊，促使等小平在面臨兼顧、安撫黨內權力消長情勢下，出

現搖擺於「左」「右」態勢。鄧小平再一九九二年南巡講話，堅持改

革開放政策，加深改革，隨之在同年中共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確立「建

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穩定改革開放基調。 

鄧小平經濟改革推行之家庭聯產承包責任制，實際上已使得私有

制在大陸重新恢復，雖中共有意迴避承認此點，然中共此舉卻使城鄉

個體戶在經濟恢復活動，恢復私有制。中共在實施改革開放後，明文

規定雇工在十人內為個體戶，雇工超過十人為私營工商業戶，此二者

為相互銜接，個體工商業發展，必促成私營工商業之發展，私營工商

業較個體戶擁有較多財富，相較之下更具成為資產階級條件。而大陸

私營企業發展極快，一九九一年私營企業數為 10.8 萬個，
207
一九九

二年大陸私營企業戶數增加百分之二０․八，從業人員增加百分之二

十八。
208
由以上可看出，至此，中共對資產階級的定位與立場已經採

取開放，接納的策略，而為了自圓其說，故在說辭與闡述部分，建立

可為中共內部基本教義異議份子接受的一套理論，藉以捍衛其立場。 

此同時期相關法令環境，亦配合中共政策轉變而出現變化。觀諸

中共十四大後修改之中共黨章，總綱仍陳明中共為工人階級之先鋒

                                                 
206 陸學藝，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頁 18-19。 
207陸學藝，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17。 
208張鎮邦，鄧小平思想研究，頁 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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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中共最終目標為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制度，以馬列主義為行動指南

且仍未開放資本家可加入中國共產黨。而一九七八憲法亦沒有擺脫"

左"影響，仍帶有較深的文革時代的印跡。由七八憲法第一條仍明定

中共為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資本家等之資產階級之地位仍延續其於五

四憲法、七五憲法般無地位，仍為階級鬥爭下之標的物。 

但在經配合鄧小平政策修改後之八二憲法吾人可看出，由於此部

憲法已將鄧小平改革開放理念置入，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明定，

加入憲法，允許市場經濟，發展私營經濟，已修正以往中共僅顯現無

產階級專政地位。隨著中共經濟體制改革與對外開放需要，中共亦隨

之修正相關法令。一九八八年四月十二日全國人大代表大會七屆會議

通過「憲法修正案」，增加規定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律規定範圍內

存在何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

經濟的合法權力和利益，對私營經濟進行引導、監督與管理。以及一

九八八年六月中共國務院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行條

例」、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所得稅暫行條例」、國務院關於徵收私

營企業投資者個人收入調節稅的規定。一九八八年中共財政部頒布

「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所得稅暫行條例施行細則」。從此，可謂

私營企業等資產階級於中共獲得法律地位，私營企業主身分與權力也

得到中共承認與法律保護。209

 

                                                 
209李培林，中國新時期階級階層報告，遼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年十二月，頁 22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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